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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科研与商业化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机制和评估标准； 
2）科技界科研成果商业化的转化动力和能力不足； 
3）缺乏必要的技术预商业化投资机制； 
4）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不足； 
 
 
 
 

基础科学研究 

应用领域研究 

科技成果商业化 



 

创新循环中的信息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创新的保护/利用 

财富 

基础性的研究 
新的发现、新的概念 

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确定有用的技术创新 

通过专利获得独有的法律 
权利 

通过管理和利用知识产权 
获利 

信息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循环的每一环节的决策过程中起着催
化剂的作用；同时，信息也可以用作分析和了解创新的指标  

研究论文 

专利 产品/服务 

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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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研究项目生命周期与知识产权服务 

• 专业方向的技术现状分

析 

• 专业方向的知识产权状

况分析 

 

• 主要形式内容的查新结果

与分析 

• 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与

关键技术及创新点 

• 主要内容知识产权可行性

分析 

• 项目相关全部知识产权

文档及成果资料 

• 项目相关成果查新及结

题报告 

• 关键技术领域核心专利

调研 

• 确定申请策略 

• 准许/自由使用权调查 

• 专利申请的进展 

•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 

• 专利存 

 

• 专利价值评估 

• 知识产权监测与维护 

• 识别和调查侵权 

• 许可与转让分析 

 

汤森路透的优势 
领先的内容 – 全球专利覆盖、知识产权规则、科技文献、商业信息 

先进的应用和分析 – 发明公开、IP管理工作流、专利调查、专利组合和竞争情报全局分析、聚类和分析工具 

知识产权服务 – 知识产权维护、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检索、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查找文献历史和翻译 

专利分析与知识产权流程 

项目实施 成果应用 
研发方向规划 

项目立项 项目验收 



 如何选择应用领域的研究方向？ 



 如何选择应用领域的研究方向？ 

科学论文 专利数据 



 

案例：石墨烯（Graphene） 
• 石墨烯（Graphene），又称单层石墨，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

单原子层二维碳晶体结构，是石墨的极限形式。目前是世界上
最薄也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        



 

 1947 1956 1987 2001 2004 2005 

提出石墨烯的概念 

推导出波函数方程 石墨烯制作超级电
容的最佳理论值 

石墨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历程 

首次使用Graphene 
表示石墨烯 

英国科学家首次从石墨 
分离出石墨烯并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 

证明石墨烯在生物传
感器应用中的优势 

1992 

发现纳米级石墨烯管 

2008 

石墨烯电极在太阳能
电池中的应用 



 

检索词: Graphen* 



 

结果数：4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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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影响力，最新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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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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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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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献的全记录页面 

石墨烯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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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全文的方法 

全文链接 

馆际互借 

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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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参考文献”—探究石墨烯从理论到实验的历程  

19 

1919年，V. Kohlschutter 和 P. Haenmi详细地描述了石墨氧化物纸的性
质（graphite oxide paper）。 

1947年，菲利普.华莱士(Philip Wallace)提出石墨烯的概念, 理论探讨石墨烯的电子
结构。 

1956年, 麦克鲁(J.W. MCCLURE)推导出了相应的波函数方程。 

1956 

1947 

1919 

1937年，朗道(L.D. Landau)指出准二维晶体材料由于其自身的热力学不稳定性，在常
温常压下会迅速分解。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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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参考文献”—探究石墨烯从理论到实验的历程  

20 

1987年，穆拉斯(S.Mouras)才首次使用“Graphene”这个
名称来指代单层石墨片(石墨烯）。 

1984年,谢米诺夫(G. W. Semenoff)得出了与波函数方程类似的狄
拉克(Dirac)方程。 

1966年，大卫.莫明(David Mermin)和赫伯特.瓦格纳(Herbert Wagner)提出
Mermin.Wagner理论，指出长的波长起伏也会使长程有序的二维晶体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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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参考文献”—探究石墨烯从理论到实验的历程  

21 

1999年，当时在华盛顿大学的罗德尼.鲁夫(Rodney Rouff)尝试着将石墨在硅片上
摩擦，并深信采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可获得单层石墨烯，但很可惜他当时并没有对产物
的厚度做进一步的测量。 

2004年，美国哥仑比亚大学的菲利普.金(Philip Kim)也利用石墨制作了一个“纳米
铅笔”，在一个表面上划写，并得到了石墨薄片，层数最低可达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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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被引频次”—发现理论的最新应用和发展 
 

2006年,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諾沃肖罗夫提出可以用石
墨烯来检验隧穿效应。 

2009年, 菲利普.金证实了用石墨烯来检验隧穿效应的想法。 

2006 

2009 

2010年, Hagan Bayley提出石墨烯纳米孔设备可探测单个DNA分子，石墨烯有
望实现直接的，快速的，低成本的基因电子测序技术。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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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被引频次”—发现理论的最新应用和发展 
 

2011年, IBM研制出了首款由石墨烯圆片制成的集成电路,向开发石
墨烯计算机芯片前进了一大步。 

201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研究表明石墨烯过滤器可能大幅度的胜过
其他的海水淡化技术。 

2011年,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与香港大学的学者率先报道了垂直排列
化多层石墨烯三维立体结构在热界面材料中的应用及其超高等效热导
率和超低界面热阻。 

2011年, 美国华裔科学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张翔教授、博士
后刘明等组成的研究团使用石墨烯最新研制出了一款只有头发丝四百分之一细的具备
高速信号传输能力的光学调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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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关文献（Related Records) —拓展课题的
研究思路，了解课题跨学科发展和应用 
 



 

Web of Science 中的相关记录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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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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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关文献（Related Records)  
了解课题跨学科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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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CIENCE 
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8044） 



 

将数据保存用于更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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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在纳米科学中的应用 

29 

超级电容 

场效应晶体管 

锂电池 

生物传感器 

太阳能电池 

复合纳米材料 

…… 

 

 



 

石墨烯在超级电容中的应用发展 

30 



 如何选择应用领域的研究方向？ 

科学论文 专利数据 



 

专利的价值 

全球超过7000万篇专利 

全球90%-95%的科技记录在专利中 

70%的科技仅记录在专利信息中 

 



 

石墨烯在纳米技术领域的专利地图 
 

• 数据来源： 

• Thomson Innovation 

• 使用字段： 

• DWPI摘要 - 用途 

透明电极 

太阳能电池 

超级电容 锂

离

子

电

池 

生物传感器 

石墨烯

纳米带 

碳纳米管 
场效应晶

体管 



 

中美在石墨烯纳米技术领域的对比 
 

• 数据来源： 

• Thomson Innovation 

• 使用字段： 

• DWPI摘要 - 用途 

 

• 红：美国 

• 绿：中国 

 

 

• 中国在锂离子电池和超级电

容领域的应用研发方面较多，

但是在其他领域的研究速度

与美国相比仍然较为缓慢。 

   锂离子电池 

   超级电容 



 

中国在石墨烯纳米技术领域的研究空白 
 

• 通过对比国外在石墨烯纳米技术领域最近两年公

开专利的 IPC（国际专利分类号）和中国全部相

关专利的 IPC，可以发现以下领域是中国在石墨

烯纳米技术领域的研究空白： 

 

• 微生物或昆虫的条件反射 

• 针对纤维物质的物理或化学处理 

• 有机大分子混合物的化学处理 

• 电磁动力马达 

• 不均匀布局的分层产品的物理结构研究 

• 硅碳导体材料 

• LED发光二极管 

• 医疗、卫生领域的空气除臭，消毒灭菌材料 

数据分析工具：Thomson Data Analyzer 



 

进一步分析透明电极领域的研究状况 
 

• 数据来源： 

• Thomson Innovation 

• 使用字段： 

• DWPI摘要 - 用途 

 

• 通过放大透明电极领域的地

图，对所包含的专利进行进

一步分析，可以详细了解这

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 

   透明电极 



 

石墨烯 – 透明电极领域研究情况 
 三星专利数量最多 专利申请量在近两年迅速增长 

韩国，美国的专利申请量相对领先 透明电极主要应用在触摸屏输入领域 



 如何选择应用领域的研究方向？ 

科学论文 专利数据 



 

石墨烯应用在超级电容领域的研究过程 

科学论文 -> 专利 
2006年 

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 

《石墨烯复合材料特性》 

《石墨烯经化学处理后在超级电容

上的性能测试》 

德克萨斯大学材料学院 

2008年 

。。。 

《通过化学方法分离石墨氧

化物而制成的碳复合纳米片》 

美国西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07年 

2009年 

巴特尔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 

《由石墨烯和金属氧化物材料组成

的纳米复合材料》 

2010年 

北京科技大学 

《 石墨烯/二氧化钛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及制备方法 》 

《 在石墨烯层上加入金属氧化

物形成的可用于电气化学设备

的纳米复合材料 》 

巴特尔研究中心 

2013年 

。。。 

• 了解研究历史 

• 借鉴研究思路 

• 寻找合作伙伴 

Web of Science 

Thomson Innovation 



  

•明确目标市场 

 

•同时分析科技文献和专利文献 

 

•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异同点 

 

 

小结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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